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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屆，專協上下憑藉熱切堅定的信心，進取不懈，各項事務

發展順利，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我們先後發表了對上屆及現屆

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和致財政司司長財政預算案的4份意見書，在

新班子上場後分別舉辦了﹕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先生對話《一地兩

檢》座談會及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社會房屋共享計劃》

座談會。安排中的座談會有﹕

1. 與發展局局長黃偉綸先生對話－「共同發展更美好香港」

2. 與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院士對話－「新時代下世界科技的發

展與人類社會的未來」

3. 一帶一路計劃: 「非洲衣索比亞之天然氣田發展」

在二零一七年的七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

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確立了七個重

點合作領域。有見及此，在未來的日子，本會會密切關汪大灣區的

發展狀況，希望為大灣區發展出一分力，帶動香港長遠的發展，鞏

固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本會深信憑藉專協及廣東各省市過

去良好的合作關係，定能把大灣區建設做好，為國家的長遠發展打

下一支強心針，而此次大灣區發展項目亦無疑為兩地提供大量的就

業機會，並深化兩地合作的關係，為日後更多的合作機會作好充分

的準備。

本會希望可以繼續就重大政策事項發揮重要的諮詢角色，為推動

經濟建設、社會凝聚和可持續發展，建立互動默契和作出無私的貢

獻。另外，亦盼望能更積極推動發展目標，保持與各委員密切溝通，

延續合作無間的精神。鼓勵更多年青專業人士加入和參選各委員

會會務，開拓創新，把會務推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主席的話 專協主席 

黃山測量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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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就 
2018-2019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及建議》

1. 前言

鑑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的「施政報告」

中發表了「理財新哲學」的理念，大家都關注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此預算案中會否貫徹她

的新哲學而推出一系列嶄新的措施。至於如

何運用豐厚的財政盈餘，自然也成為社會談

論的焦點。在巨額盈餘為 1,380 億元的前提

下，財政司司長指出本年度預算案的三大目

標為： 

1. 多元經濟：推動多元產業發展，為香港未

來發展打好基礎。

2. 投資未來：應付人口老化帶來的各種挑

戰；改善香港生活環境，令香港成為一個

宜居宜業的智慧城市。 

3. 關愛共享：提供更多的關懷、愛護和機會

予兒童和青少年；紓緩中產家庭的生活負

擔；扶持基層市民和弱勢社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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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財政預算案而言，政府一方面增加在醫

療、教育、長者和殘疾人士照顧、體育、文化

和社區等方面的開支，並為基層和弱勢社羣

提供支援，另一方面亦銳意推動創科產業發

展，希望其盡早成為支柱行業，其中特別強 

調四大創科範疇，包括生物科技、人工智能、

智慧城市和金融科技的發展，相信在本預算

案下，創科產業將成為最大得益者。 

整體來說，這預算案在財政資源分配上大

致配合了「施政報告」中的各項措施，進一步

落實本屆政府在推動創科發展、增加土地供

應、扶貧、安老、 助弱、改善基層市民生活等

多方面的承擔。專協認同財政司在這份預算

案中提出關於公共財政的目標與方向：善用

資源，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建設一個公平、

公義、關愛、共享、多元價值的社會，並投資

未來，將香港 建造成一

個低碳、宜居、智慧、具

抗禦力、可持續發展的城

市。 

2. 退休保障

專協歡迎財政預算案中

預留 150 億元以配合落

實取消強積金對沖的安

排，雖 則補貼金額較上

屆的 79 億元多出接近一倍，但對於政府有

彈性「加碼」協助中小企，專協對此務實、各

方都可接受和負擔的方案表示接受。另外， 

也歡迎政府委託保監局推出指引，讓市場上

所有符合該指引的延期年金產品供款享有扣

稅優惠。

3. 土地資源

3.1 房屋用地

專協認同政府加緊覓地、增加房屋供應的方

向和目標。縱然私人住宅供應在過去五年增

加約五成，但礙於市場資金充裕、需求殷切，

樓價短期內未必有回落跡象，故此政府仍需

堅持計劃不能鬆懈。在土地供應方面，專協

樂見本年度政府賣地計劃維持去年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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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配合 改劃用地、適度提高發展密度及推

展啟德發展區、安達臣道石礦場、鐵路物業

和市區重建等發展項目，興建約二萬五千五

百個單位。另外，也促請政府把當中未完成修

訂大綱圖程序之16幅土地早日做妥，避免使

整體供應存有不穩定性，為市場帶來負面影

響。 此外，專協贊成政府必需做好中長期部

署，全速推行多個新發展區及繼續展開新市

鎮擴展區的填海工程，造地惠民去並持續有

效地達成長遠的房屋目標。

3.2 工商業用地

專協同意政府重置觀塘和九龍灣兩個行動區

內的現有政府設施，再加上啟德發展區、廣

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總站上蓋等多幅商業

用地，使本年度賣地計劃有四幅商業／酒店

用地，提供約五十三萬平方米樓面面積。同

時，亦促請政府在計劃將商業中心區停車場

拍賣重建成商厦時，必須先解決區內車位短

缺的問題，周詳地考慮如何重置或增加臨時

停車位等等。 

3.3 善用政府用地

預算案亦提及政府會預留10 億元，為合資格

空置政府用地或校舍提供基本復修工程費用

資助，並在「政府、機構或社區」用地貫徹落

實「一地多用」的多層發展模式。專協認為政

府積極回應及推出土地「善用」、「再用」的

措施值得支持，也可考慮作為長遠政策。 

3.4 預留收地補償及基礎

設施發展基金 

政府於新界進行收地是事

在必行，例如粉嶺北、古洞

北及元朗南等地方，故政

府應從盈餘預留資金，作

為收地補償開支，並透過訂

定清晰補償制度以減低收

地時的衝突。專協建議成立

「土地基礎設施發展基金」

，從賣地收入中抽取固定

百分比，用作全面改善所有

鄉村地區的道路、照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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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排污系統及基礎設施，包括 5G 網絡，藉

此改善環境，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宜居、智慧

城市。

4. 稅務負擔

4.1 減輕個人稅務負擔 

專協歡迎預算案中建議的75%而上限為

30,000元的利得稅寬減，此舉將有助中小企

紓緩現金流的困境及應對營商開支增加的壓

力。其他建議，如擴闊稅階、減低邊際稅率、

提高各項免稅額及設立傷殘人士免稅額、容

許納 稅人在自願醫保計劃下支付合資格自願

醫保產品的保費可作稅務扣減等都 是多年

來專業 人士一直爭取的措施，這有助減輕個

人稅務負擔。 

4.2 推動具活力及創新的社會 

專協支持此項稅務扣減的建議，預計將會受

很多企業歡迎，特別是現在有盈餘，需要納

稅的企業。此外，我們希望財政司司長在敲

定及草擬法案時能考慮允許納稅人選擇將加

計的稅務扣減可兌換為現金資助或作可退還

的稅務抵扣。此舉給予納稅人更多的選擇，

相信可以鼓勵現時未有盈利的企業繼續進行

研發活動。

歡迎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中建議進一步優化

合資格債務票據的計劃，將稅務豁免範圍擴

展至包括在香港交易所上市的債務證券，以

及由原來年期不少於七年的債務票據，擴展

至所有年期的債務票據。我們相信此建議有

助進一步推動香港債券市場的發展。

5. 優化建造業及培育人才

專協贊成政府繼續支持建造業與時並進，採

用創新科技，提高生產力、建造質素、環保效

益和改善工地安全。由於政府基本工程項目

的設計和建造將全面採用建築信息模擬技

術，業界需要大量相關人材以應付未來工程

項目的需求，為此專協希望政府繼續增加撥

款以提升及支援業界裝備，並鼓勵私人工程

項目採用此技術。

專協同意政府撥款十億元成立建造業創新及

科技基金，提升企業及從業員應用新技術的

能力，並支援業界應用創新科技。協助業界

建立具規模和高度自動化的建築技術。 除「

組裝合成」建築法外，專協亦希望政府增加

撥款以協助業界研究採用機械人技術以應對

建造業創新和改善工地安全要求。 

專協認同政府應大力投資，培育人才。由於

建造業人材短缺，亦希望政府可以增加撥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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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建造業培訓，從而提高生產力及建造

質素。 

6. 推動創科發展

創科浪潮席捲全球，通訊科技、人工智能和

大數據等創新科技的應用和普及顛覆了傳統

以有形資產和資本密集主導的商業模式，並

降低了創業門檻，孕育出更多具經濟效益的

新意念、產品和服務。本會樂見政府確認創

新科技為三大趨勢之一，在今年財政預算案

中額外撥款 500 億元以推動創新科技，其中 

200 億元將用於發展落馬洲河套區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第一期，用於土地平整、基礎設施、

上蓋建設和早期營運。由於創科園的發展規

模甚大，本會期望有關規劃研究完成後，政府

應盡快向全港居民交代資源投 放策略及經

濟效益評估。 

坦言，香港的創新科技發展落後於鄰近城

市，必需急起直追，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故

本會建議政府必需有創新思維，不只是沿用

過往以基建和基金為主導的方向，而應盡量

創造有利環境，以凝聚更多人才和吸引外國

企業進駐香港。 

創科是新時代發展的驅動力，雖然政府大力

注資創科發展，卻未有進一步增加對智慧城

市發展的舉措，只預留五億元以增加「Wi-Fi.

HK」熱點，令人失望。本會期望政府盡快落實

行政長官去年在《施政報告》內提及的有關

智慧城市的政策，改善偏遠地區的光纖網絡

的覆蓋，使全港居民皆可享受到優質的電訊

服務、智能家居、及相關的增值服務。 

7. 電動車登記稅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除了繼續實行現時的高

達97,5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優惠外，亦

會推出「一換一」計劃，讓合資格的私家車車

主登記新電動私家車

時享有高達250,000 

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

額優惠。可是該計劃

沒有完全解決以下問

題： 

1. 這計劃未照顧

到因為生活或工作地

點的需要而希望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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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車，但還未擁有私家車的人。 

2. 盲目用登記稅寬減額及鼓勵更換六年車

齡但行走理數少並性能良好的私家車並

不是對環境友善的做法。

3. 政府似乎未有正視公共充電設施安裝不足

問題的重要和急切性。

因此，我們建議對該計劃進行修改，以鼓勵

車主加快改用電動汽車： 

1. 提高目前(電動車)的首次登記稅寬減額優

惠至250,000元;

2. 明白政府的原意是更換電動車同時，不想

進一步增加私家車數目，做到新舊交替的

效果。我們建議把更換的‘車齡’和‘減稅

金額’掛鉤，做到分階段金額漸進，有利環

保之餘，又增加誘因。

3. 作為額外推動力, 讓首次購買新電動私家

車並安排拆毀及取消其舊有私家車車主

可享受額外250,000元的首次登記稅寬減

額優惠;

4. 電力公司，路政署，運輸署，機電工程署等

有關政府部門可以與停車場業主/營辦商

多加合作。政府亦可考慮提供差餉及稅務

寬減，加大誘因去改善電動車公共充電基

建設施，以應付各種挑戰。 

8. 持續教育 

為鼓勵市民不斷自我提升，政府建議把持續

進修基金的津貼額由每名申請人的 10,000 

元提高至20,000元，並擴大基金的範圍至涵

蓋所有列入資歷名冊的課程。本會建議政府

考慮透過進一步提高每位申請人的津貼上

限，並擴大基金的範圍至涵蓋未列入資格登

記冊的相關課程，例如由本地大學開 辦的兼

讀學位課程，以支持市民持續進修。 

9. 幼園社工計劃

財政預算案建議從獎券基金中撥款5.04億元，

為所有資助幼兒中心及幼稚園等提供社工服

務。先導計劃分三年進行，目標在第一年，先

為全港760間資助幼稚園的其中三分之一提供

服務，到第三年涵蓋全部學校，大約15萬名學

童受惠。專協認為情況將會得到改善。

10. 重啟學校改善工程計劃

現時仍有為數不少的低於標準校舍，未能與

時並進。一方面，缺乏足夠的教職員辨公室、

會議室及學生體育活動空間、另一方面，沒有

資金更新教學設施，如音樂室、多用途視像

教室等。加上建築物老化，難以透過維修解

決學校硬件不足問題，對師生造成不利的影

響，難有公平發展的機會。專協建議增設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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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學校改善工程計劃，以徹底解決設施不足

問題。 

11. 長者的照顧

政府已在去年六月公布原則上同意由安老事

務委員會籌劃的《安老服務計劃方案》就安

老服務的未來發展提出四個策略方針和二十

項建議，包括如何提升安老服務質素，以及

加強在服務供應、土地、人手以及財政資源各

方面的規劃等，並會着手制定落實各項建議

的跟進安排，也在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

中，從財政儲備預留三百億元，以加強安老和

殘疾人士康復服務及落實《計劃方案》的建

議。但對於人口高齡化所帶來的長期照顧服

務需求，政府未有完整規劃三百億元投放。

專協認為可以優先考慮多撥資源以增加資助

院舍宿位及改善合約院舍的宿位，包括增加

生命晚期照顧服務。

最後，財政司司長指出在未來一年的財政預

算中，公共開支與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將略

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21%。有別於既往公共

開支不超越本地生產總值 20%的財政預算

準則。預算案充分反映了政府善用盈餘，為市

民紓困「理財新方針」。在這格局下，預算案

可以說已應對市民的基本需要，採取具有前

瞻性與策略性的財政方針，不失為一個合理

有序的可接受的方案。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 

主席 黃山測量師 

二零一八年三月十六日

2017施政報告評論工作組組員：

潘偉賢工程師、羅錦基工程師、 

陳子建工程師、彭漢中會計師、 

吳德龍會計師、錢志庸律師、 

黃漢輝建造師、陳東岳測量師、 

李國華測量師、陸晉宇測量師、 

張聖典測量師

在此多謝以上各位的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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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自落實「一帶一路」發展方針後，中央政府大力

倡議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 並發展沿線區

域基礎設施，以形成更高水平的陸海空交流網

絡。而位於中南半島的柬埔寨正是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要一站，專協為此特意安排晚餐交流會，

並誠邀了不同的嘉賓向一眾會員講述柬埔寨現

時的營商環境，如﹕低勞工成本、額外關稅減免

等等，及受惠於「一帶一路」政策下的未來發展

方針。相信一眾會員經過這次的交流會後，對國

家的政策有了更深入及全面的認識，而鑑於會

員反應熱烈，專協承諾在未來日子亦會繼續舉

辦一系列關於「一帶一路」的研討會和交流會。

「一帶一路亞洲首站﹕柬埔寨」 

晚餐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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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專業同行 與行政長官有

約」午餐交流會於皇朝會7樓宴會廳順行舉

行。此次交流會是首次與香港專業及資深行

政人員協會及其餘十多個學會，如﹕香港牙

醫學會及香港測量師學會合辦，出席人數多

逄五十多人，包括會長陳健強牙科醫生及主

席黃山測量師，場面非常盛大。

在交流會上，行政長官林鄭月峨女士講解了

政府未來的施政方針，希望透過一系列的措

施改善社會民生，提高港人的生活水平，並在

問答環節中回應了不少會員的問題及訢求，

如﹕專業人士在大灣區的執業問題、稅務減

免、填海事宜等等。專協會員皆贊成政府未

來的施政方針，認為新措施能從根本着手解

決香港囤積已久的問題，對香港未來的發展

前景感到樂觀。

「專業同行-與行政長官有約」午餐交流會

Brian P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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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本次洽談會以「新時代、新征程、構建服務貿易發展新方式」為主題，以「抓住國際遇實現服

務貿易新突破」為宗旨，深入探討深圳市服務貿易與世界各國產業相結合的新措施、新業態。

當日行程緊密豐富，有自助午餐、項目發佈會、輿外國代表交流等等。在發佈會中，講者分享

了深圳在金融服務、創業產業、旅遊興投資等方面的未來發展方針，及深圳在這數十年間的

巨大轉變。一直以來，香港與深圳一直有著緊密的合作關係，相信深圳日後的發展定能惠及

香港，為香港創造更多的商機，增強香港的競爭力。

深圳服務貿易(國際)合作洽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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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活動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第五屆第五次會董

會及常務會董會於紀利華木球會順利舉

行。是次會議眾行政委員會成員，包括會

長陳健強牙科醫生及主席黃山測量師，

多位新舊會董及常董，以及多位新會員

均有出席。

在會議上，黃山主席為過往一年專協曾經

舉辦或參與的多個活動作出報告，包括﹕

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先生對話晚餐

座談會、「一帶一路」高鐵廣西南寧訪問

團、參加大灣區深港合作會議、中央政策

組深港融合研討會、一帶一路亞洲首站 - 

柬埔寨」晚餐交流會、和合辦「專業同行-

與行政長官有約」午餐交流會。最後，亦

展述對專協未來發展的期望，繼續服務

香港，推動香港可持續發展，為社會重大

政策事項出謀獻策，亦希望能把會務推向

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此外，在會議中亦有通過新會員加入，專

協在此再次歡迎各新會員加入。會議通

過後，各新舊會員在舒適的氛圍下共進晚

宴，新會員藉此機會了解專協的運作方式

並認識其他會員，而舊會員們亦借此契機

認識會中的新臉孔，相互交流，會員間的

連繫因而增進不少。

專協本年度新會員名單

郭子宏工程師		陳致馨測量師	 

麥子敬建築師		姜榮輝工程師	 

陳顯滬測量師		黃國良測量師	 

梁林工程師		陳彤殷律師			 

張愛琴會計師		徐顯枝工程師	 

司徒志文工程師

第五次會董會及常務會董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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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協簡訊

主席﹕ 王紹恆建築師

副主席﹕ 陳子健博士工程師、龐朝輝醫生、

簡汝謙律師、黃靜怡會計師、 

劉尉欣牙醫

會務顧問﹕李凱茵牙醫

青委會重點工作回顧

1.參觀中電學院

為加強各專協會員對電力行業發展，常務副

主席潘偉賢工程師特意為專協會員安排參觀

2017年新成立的中電學院。青委會副主席陳

子健博士工程師身為東道主之一，協助招待

到訪的專協代表，其中青委會王沛芝會計師

亦連同工程業界的資深代表一同出席是次活

動，親身體驗現代化高低壓電力技術、設施

及運作。

2.走進CEO的辦公室 

為了推動工程界青年專業人士的職業生涯發

展規劃，及透過親身接觸企業青年領袖的企

業管治理念、管理作風等，學習及加深對於

行業的認識，青委會主席王紹恆建築師與會

員陳智敏工程師（身兼工程界社促會青年會

主席），邀請了來自建築業界的青年工程師、

測量師、管理人員及學生到訪金城謍造集

團，以參觀和互動交流環節，與王紹恆建築

師圍全一堂互相分享，訪問他作為新一代企

業接班人的工作理念，以及對於職場發展的

規劃等，現場氣氛輕鬆愉快，與會者都表示

是次活動獲益良多，不但擴闊視野，亦學習

到很多的管理智慧和經驗之談。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青年委員會2018年工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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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參觀東莞商住及文化藝術新地標

由專協青委會主席王紹恆先生一手策劃及創

辦的品牌君薈地產，引入國際優質管理及創

新思維，其首個精心打造的特色別墅社區「君

薈庭」坐落於地理位置方便、生活配套充裕

的東莞市東城區，項目採用現化藝術建築風

格，具有鮮明的特點和識別性。在早前舉辦

的開幕儀式的同時，還與王紹恆先生另一創

舉的品牌燕嶺文化傳播合作舉辨了「畢加索

華南真跡首展」，展出畢加索多件陶瓷真跡，

吸引了大批的藝術愛好者、業內人士和市民

前往參觀。

其中，香港房地產協會一眾開發商代表、工程

師及相關業內人士亦特意組團前往該樓盤參

觀後，亦前往燕嶺文化傅播下的「燕嶺園」進

行參觀。燕嶺園是一座坐落于石排鎮的東荒

文化藝街新地標，它的前身是有著源遠流長

耐人尋味的悠遠歷史的燕嶺賓館，後來經過

王紹恆先生的活化改建後，引入了更新奇好

玩、貼近年輕人的文化藝術樂園，裡面包含

藝術園區、博物館、圖書館、咖啡廳等，另外

園內還開辨手工工作坊，讓愛好藝術的朋友

可以自行製造屬於自己的藝術作品。

4.YMS Pro「曾鈺成談語言魔術」

Presentation Skill

專協青委會主席王紹恆先生，同時身兼香港

建造商會青年會榮譽主席，在他和一眾業內

菁英的推動下，多年來舉辦了各種類型的活

動，為青年人的專業成長及事業發展帶來了

很多的助力及開闊眼界。早前，更成立了YMS 

Pro (YMS Professionals Connection)，希望吸納

更多剛畢業成為專業人士的年青人，為他們

打造一個專業平台，拓展事業前景及加強聯

繫，定期舉辦特色活動，利用自身的經驗和

網絡，為這些年青人帶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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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協青委會作為是次活動的支持機構，在早

前舉辦的首個分享講座中，邀請到曾鈺成

GBS JP為活動的特邀嘉賓，分享他的職場語

言的魅力、個人哲學理念及與年青人現場對

話。整個活動過程精彩緊湊，參加者都希望

爭取機會向曾先生請教及學習他的寶貴經

驗，而曾先生亦不吝分享，在短短的數小時

傾囊相授。

5.香港經濟民生聯盟五周年慶典暨

晚宴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於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五周年慶典晚宴，香港特別行政區長官林鄭

月娥、中央駐港聯絡辨副主任譚鐵牛、外交

駐港特派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香港特別行政區律

政司司長袁國強、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

席梁君彥及特區政府和中聯辦官員、社團領

袖、政商界名人、傳媒機構代表等近800名嘉

賓出席了當晚的晚宴，共聚一堂。

專協青委會主席王紹恆建築師亦獲邀出席，

以專業人士及青年領袖的雙重身份作出支

持，希望社會能夠以更和諧更積極的態度，

聚焦發展，抓任「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帶來巨大機遇、推動香港發展、貢獻國

家、造福港人。

6.「香港齊心基金會五周年慶典 暨 

「一帶一路」晚會

香港齊心基金會假座香港JW萬豪酒店隆重

舉行「香港齊心基金會五周年慶典暨「一帶

一路」晚會」，並獲全國政協副主席墓建華

親臨致賀，並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政

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行政

會議成員葉國謙和張國鈞、教育局副局長蔡

若蓮、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徐英偉等共同主

禮，晚會冠蓋雲集、高朋滿庭，包括多位立泠

會議會、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政

商賢達及各界友好逾五百人聚首一堂，同賀

共慶。

青委會副主席陳子健博士工程師率領一眾青

年代表出席該晚會，展示香港專業界別對於

一帶一路政策的響應，及對於香港走出去的

決心和做出實際行動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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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七屆香港青年才俊朝鮮訪問團》

專協青委會已經連續第七年作為支持機構，全力支

持由香港青年聯會主辦、晉港青年國際交流促進會

協辦的《第七屆香港青年才俊朝鮮訪問團》，在本年

4月率領由會計師、醫生、建築師及各界青年領袖等

再次走乒北韓，以體育為主旋律，與當地青年一同參

與體育活動、並且拜訪當地政府組織及訪問朝鮮最

著名的金日成綜合大學等。

同時，團員亦藉此良機親身了解南北關係及國際政

治角力較量，看看這個被譽為神秘的國度內，人民的

生活狀況和文化氛圍。

報告日期﹕2008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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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喜訊

首席榮譽贊助人梁振英先生出任 

「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名譽主席

熱烈祝賀本會首席榮譽贊助人梁振英先生出任「一帶一路」國際智庫專家委員會名譽主席。

中國是「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倡議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學

術機構和綜合研判中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的「一帶一路」國際智庫不僅是名正言順，

更可以凝聚各國各地的智庫和其他力量，共同為廣大的「一帶一路」持份者提供科學、客

觀、具體、全面、及時、專業和精準的調查研究成果，務求「共商」更有效率，「共建」更有效

益，「共享」更有獲得感。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四日正式啟動「一帶一路」國際智庫，除了邀請梁振

英先生在啟動會上致辭外，還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謝伏瞻、聯合國原副秘書長沙祖

康、外國駐華大使和企業家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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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闢土地 你我抉擇》 

香港未來土地供求

在會董會及常務會董會會議結束後，副主席陳

東岳測量師從不同角度，如﹕可行性、經濟效

益、執行上會遇在的問題，講述由土地供應專責

小組提出的18個短中期、中長期及概念性選項，

並憑著自己豐富的工作經驗及專業知識提出了

不同的建議去優化這些選項。

除此之外，亦講述了另外三個由不同學會及人

士提出的增加土地供應的方法，分別是舊公屋

外牆增建組合屋、葵涌貨櫃碼頭上蓋建屋、及

高爾夫球場外圍建屋，深入探討每個方法的利

弊，如﹕在現行的危險品法例下未必容許在貸

櫃碼頭附近建屋等等，見解非常獨到，啟發思

考。當日，不少來自測量、工程、及建築界別的會

友也踴躍提出不同的意見，氣氛非常熱鬧。相

信當日出席的會友定必大開眼界，獲益良多。

學術分享

陳東岳就土地供應問題發表意見

古洞北發展區

粉嶺歌爾夫球場發展區

葵涌貨櫃碼頭發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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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汝謙律師組織在香港理工大學舉辦國際青年論壇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於香港理工大學舉行「一帶一路國際青年高峰會2018」，匯聚「一帶一

路」沿線各國青商代表一同探討「一帶一路」機遇。

學術分享


